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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大不恭罪的演變與擴張∗

 

李如鈞**
 

北宋時期，十惡重罪之一的大不敬罪發生不小變化。最初《宋刑統》

避諱改稱「大不恭」，其餘皆同唐律。太祖、太宗時期，大不恭案例多

屬「指斥乘輿」且論處不一，頗現君威難測。真、仁兩朝六十餘年，重

懲案件罕有，又見君主寬容態度。神宗起案件再增，「指斥乘輿」也日

趨嚴格，更隨著新舊黨爭加劇，大不恭罪範圍在高太皇太后垂簾時明顯

擴張，成為官員互攻利器。徽宗朝，大不恭罪配合皇帝御筆政治遍布四

方，大幅超出律典範圍，卻因執行問題不斷，飽受批評詬病。推究北宋

大不恭罪最終何能如此擴張，出於君臣皆有意擴大該罪適用範圍，制度

上又仿效真宗朝開始的「以違制論」簡便立法模式，讓此罪廣泛運用並

以彰顯皇權，卻未能謹慎為之，反造成極大混亂與惡名。 

 

關鍵詞：大不敬、大不恭、指斥乘輿、違制、御筆、宋代、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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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惡」是傳統中國法律一大特點，自隋唐律典確定後，宋、元、

明、清各朝依舊延續，目的是處罰十項重大罪行。現今有關十惡的討論，

主要在佛教十惡與律典十惡之關係，以及十惡罪由秦漢到隋唐的形成過

程，1而較少注意宋代以降發展情況。2其實，十惡之一的大不敬罪在北

宋發生不小變化，起初僅更名「大不恭」，中後期卻出現執行趨嚴、範圍

擴大的轉變。3徽宗一朝，大不恭罪更因配合「御筆政治」發展，「以大

不恭論」等罪名四處遍布，出現明顯超過原先律典範圍的擴增現象，成

為傳統中國法律史上一大奇景，亦是宋代皇權高漲的具體表現。4
 

綜觀目前研究，雖對北宋的大不恭罪已有相關討論，蒐集案例亦多，

但仍有不少未明與待解之處。又因現存徽宗朝史料有限，尚未能進一步

解釋何以大不恭罪在此時期大幅擴張？而相對於現代刑法的「罪刑法定

主義」，歷代皇權在司法上的任意性，如同案異判、法外求罪等屢遭批

評，5但學界又十分肯定宋代的法制建設、法治文化皆可說是傳統中國高

                                                        

1 有關十惡罪的詳細考論，如陳俊強，《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臺北，

五南圖書，2005），頁 258-268；張海峰，〈唐律“十惡＂一詞的佛教淵源〉，《現

代法學》34：3（重慶，2012），頁 86-99；周東平，〈隋《開皇律》十惡淵源新

探〉，《法學研究》2005：4（北京），頁 133-137；岳純之，〈論唐五代法律中

的十惡與五逆〉，《史學月刊》2012：10（開封），頁 46-54。 

2 王敬松，〈論元代法律中沒有“十惡＂體系〉，《民族研究》2013：5（北京），

頁 86-99；胡震，〈因言何以獲罪？──“謀大逆＂與清代文字獄研究〉，《中國

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4（北京，2013），頁 57-65。 

3 北宋新舊黨爭的「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是大不恭罪著名案例，可見羅家

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沈松勤，

《北宋文人與黨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涂美雲，《北宋黨爭與文禍、

學禁之關係研究》（臺北，萬卷樓，2012）。 

4 李如鈞，〈予奪在上：宋徽宗朝的違御筆責罰〉，《臺大歷史學報》60（臺北，

2017），頁 119-158；胡俊成，〈唐宋時期大不敬罪研究〉（上海，華東政法大學

法學院碩士論文，2017）。 

5 傳統中國法律的「罪刑法定」實態，雖不能同等於現代刑法的「罪刑法定主義」，

卻仍有相當大程度是按律法以定罪刑，非想像般恣意，見黃源盛，〈傳統中國「罪

刑法定」的歷史發展〉，《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1（臺中，1996），頁 19-42。而

對傳統中國「罪刑法定」的主要質疑，在於君主掌握司法大權，不受拘束。但就

筆者目前對北宋大不恭罪、違制罪演變的討論，以及觀察兩罪於南宋、金、元時



北宋時期大不恭罪的演變與擴張 49 

峰。大不恭罪與君主、皇家直接相關，藉此亦可一窺宋代皇權與法律、

司法的關係。因此，本文將依時序發展細疏北宋大不恭罪規定範圍、實

際執行的演變起伏，溯源「以大不恭論」之立法原理，以期有更深入瞭

解。 

二、唐宋律典的「大不敬」、「大不恭」

規定 

北齊歸納前代已有十大嚴重罪行，統稱「重罪十條」：「一曰反逆，

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

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隋朝《開皇律》「採後齊之制」承續「重罪

十條」概念，「頗有損益」調整條目、內容，重新定名為「十惡」罪。唐

初延續不變，即《唐律疏議．名例律》「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

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項重罪（總 6 條）。6其中，

大不敬罪為第六，非單一罪名，共九項，依次如表 1。 

 

表 1 唐律九項大不敬罪表 

罪名 刑罰 犯罪者 出處 

盜大祀神御之物 流二千五百里 無特定 
卷 19，賊盜律，盜大祀神御物（總

270條） 

盜乘輿服御物 流二千五百里 無特定 
卷 19，賊盜律，盜御寶及乘輿服御

物（總 271條） 

盜御寶 

盜皇帝、三后寶

絞；盜皇太子寶，

流三千里 

無特定 
卷 19，賊盜律，盜御寶及乘輿服御

物（總 271條） 

偽造御寶 
偽造皇帝寶斬；偽

造三后、太子寶絞 
無特定 

卷 25，詐偽律，偽造御寶 

（總 362條） 

                                                                                                                                 

期後續發展，可知傳統中國「罪刑法定」與皇權介入之關係，不同君主、個別朝

代實有差異，其間曲折複雜的變化歷程尚待更多研究深入討論，斷不可一概而論。 

6 關於大不敬罪的源流與詳解，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6），頁 91-92；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頁 29-33；戴炎輝，《唐律通論》（臺北，元照，2010），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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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刑罰 犯罪者 出處 

合和御藥誤不如 

本方及封題誤 
醫者絞 特定者 

卷 9，職制律，合和御藥有誤 

（總 102條） 

造御膳誤犯食禁 主食絞 特定者 
卷 9，職制律，造御膳有誤 

（總 103條） 

御幸舟船 

誤不牢固 
工匠絞 特定者 

卷 9，職制律，御幸舟船有誤 

（總 104條） 

指斥乘輿 

情理切害 
斬 無特定 

卷 10，職制律，指斥乘輿及對捍制

使（總 122條） 

對捍制使 

無人臣之禮 
絞 特定者 

卷 10，職制律，指斥乘輿及對捍制

使（總 122條） 

資料來源：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頁 100。 

 

九項罪名可分三種性質，前四項是處罰侵犯皇帝、皇家及皇室先祖御用

物品，另三項是懲治無視皇帝個人安危之舉，最後則重責毀謗皇權、對

抗詔命的行為。意即被犯者是皇帝、皇室成員與皇家之物，而某些罪名

僅有特定人能觸犯，故以不同程度罰之。 

本條疏議提到：「責其所犯既大，皆無肅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因罪名皆與皇帝相關，無肅敬之心，嚴重侵犯君主自身與統治權威，大

不敬各罪處罰皆重，最輕流二千五百里，最高可處斬、絞刑，多半不能

赦減。7而大不敬罪與其他三項罪名：「謀反」、「謀大逆」、「謀叛」性質

相近，8目的皆是保障國家（皇室）法益，主要懲處侵犯皇帝、皇家的行

為，是皇權在法典上直接表徵，可說特為重要，刑度不低。 

雖然如此，大不敬罪範圍亦有限制，即觸犯到「大不敬」九項罪名

才需處罰，與一般認知存有不小差距。普遍印象中，只要未按皇帝之意

或稍不遵皇家禮儀，就屬「大不敬」。或認為大不敬罪範圍並不確定，只

要皇帝以為「大不敬」，就可處罰。故律典的大不敬罪規定，實是限縮「大

不敬」範圍，避免官民輕易入罪。但是，一般人的誤解也非全無來由，

                                                        

7 陳俊強、高梓軒，〈唐律十惡是否能以贖論〉，《法制史研究》31（臺北，2017），

頁 243-269。 

8 甘懷真，〈從唐律反逆罪看君臣關係的法制化〉，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

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346-348；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臺北，五南圖書，

2006）第 3章，〈侵害國家法益罪──「謀叛」以上重罪〉，頁 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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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律典中「大不敬」罪規定十分明確，卻在「指斥乘輿」，涉及言論、

文字之罪的界線、處罰，較為寬泛不定： 

諸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注：言議政事乖失而涉乘輿者，

上請）；非切害者，徒二年。 

【疏】議曰：指斥，謂言議乘輿，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斬。

注云「言議政事乖失而涉乘輿者，上請」，謂論國家法式，言議

是非，而因涉乘輿者，與「指斥乘輿」情理稍異，故律不定刑名，

臨時上請。「非切害者，徒二年」，謂語雖指斥乘輿，而情理非

切害者，處徒二年。9
 

「乘輿」即皇帝之意，「指斥」是針對皇帝的言論、文字，白話說就是「罵

皇帝」、「批評皇帝」即可能要受重懲。若因議論國家政事涉及皇帝，需

上請裁定是否確為「指斥」，此讓臣下不必過於忌憚，具有言論彈性。10

至於「情理切害」的裁量權屬於君主，最重可論斬，非切害者徒二年；

若不願追究，亦可寬恕免罪，此即「大不恭」諸罪中頗不確定，深具模

糊彈性的部分。故「指斥乘輿」的論刑輕重端看君主決定，展現皇權「予

奪在上」之姿。11
 

宋初立國未久，建隆 3 年（963）頒布國家大法《宋刑統》，內容大

多沿襲《唐律疏議》。〈名例律〉內的大不敬罪，也僅因「大不恭犯翼祖

廟諱，改為恭」。為避太祖祖父趙敬名諱，改稱「大不恭」，實質內容並

無改動，仍屬表徵皇權，維護皇室尊嚴，處罰侵犯皇帝個人與皇家的十

惡重罪。12
 

                                                        

9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0，

〈名例律〉「十惡」條（總 6條），頁 207-208。 

10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頁 811-812。這或許是指斥者雖不限於官員，但放於

〈職制律〉的原因之一。 

11 官民觸犯此罪的最好結果是皇帝寬容不願計較，則可視為未犯此罪。見甘懷真，

〈從唐律反逆罪看君臣關係的法制化〉，頁 347-348；胡俊成，〈律令、權力、言

語：指斥乘輿罪考論〉，《研究生法學》2016：4（北京），頁 32-41；王曾瑜，

〈“指斥乘輿＂罪的演變〉，《炎黃春秋》2015：9（北京），頁 87-90；王曾瑜，

〈五代遼宋金元的“指斥乘輿＂罪〉，《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6（上海，2016），

頁 246-258。 

12 宋．竇儀編，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卷 1，〈名

例律〉，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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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祖到仁宗的漸趨寬容 

唐宋律典中「大不敬」、「大不恭」內容雖然一致，此「名異實同」

情況，卻隨北宋諸帝的態度出現不同階段變化。從大不敬罪在唐代著名

案件已知，優人成輔端於德宗時以歌謠暗諷時政，被控「毀謗國政」遭

決殺。當時人普遍覺得處置過重，事後德宗頗為後悔，13仍屬未違法且

突顯該罪實踐上確有模糊性與展現君主權威的一面。而現今研究雖已解

析相關案例，指出「指斥乘輿」論處輕重不一是主要變化，但若細疏案

件並與《宋刑統》相比，關注大不恭罪「是否超出律典範圍」、「指斥乘

輿寬嚴與否」，可更釐清北宋各時期大不恭罪的起伏發展與不同皇帝對此

類案件之態度。14
 

太祖乾德 3 年（965）滅後蜀，地方依舊不平靜，「群寇大起」下，

西川都巡檢使丁德裕、閣門副使張延通奉命平亂。歲餘後亂事雖止，官

員間卻嚴重不和： 

初，丁德裕、王班、張璵同領兵屯西川，德裕頗自專恣，兵馬都

監張延通黨璵，益不悅。會上親征北漢，有使來自太原，具言上

當盛暑，躬矢石勞頓狀，延通謂德裕曰：「上暴露若此，吾儕日

享甘美，自取逸樂。」延通蓋言己不自安之意，德裕不答。既而

璵先歸闕，上賜予甚厚，及延通、德裕繼至，上復召延通顧問，

而待德裕稍薄。德裕意其譖己，頗疑懼，遂奏延通嘗對眾言涉指

斥及諸不法事，仍指璵為黨。 

聽聞丁德裕的指控，太祖大怒，將張延通、張璵、王班下獄審問。他們

不服欲當面解釋，晉見後延通竟「抗對復不遜」，太祖立馬命斬於市，其

餘人等各受重刑懲罰。15
 

                                                        

13 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頁 133-134。 

14 胡俊成碩士論文〈唐宋時期大不敬罪研究〉已對北宋各時期大不恭罪案例詳細搜

羅，本文獲益甚多。惜在分析統計上有誤失，圖表、表格仍未切實反映當時情況。

如頁 57 圖 2「宋代大不恭罪朝代分布圖」，無太祖朝案例。此或與頁 79 附錄二

「宋代大不恭罪案例簡表」未列太祖時期有關，而太宗、真宗、仁宗、哲宗朝案

例亦各有誤列。 

15 宋．李燾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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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久，丁德裕又上奏：「西川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亦嘗醉酒，言涉

指斥」，太祖亦命下獄鞫勘。李鉉反駁辯稱：「因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

求，多拒之，皆有狀」，最後「止坐鉉酒失」，認為僅是酒後失言。16兩

案頗類似，都是丁德裕指控同官「指斥乘輿」，太祖亦有查證，認為李鉉

是無心之過，無罪；張延通與其他官員屬實，分別處以論斬、流放等重

刑。北宋中期王安石嘗言：「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德裕之徒所

欺而濫及無辜」，認為是小人欺瞞太祖以致濫殺。但陳瓘卻批評他刻意誤

導神宗，直指：「借使延通為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太祖以其不遜，

怒而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為人臣悖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太祖

為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威

令無可施之地矣。」17確實，張延通「不遜」行為明顯，太祖判斬，既

符合律法規定，也屬展現君威之舉。 

太宗時期，太平興國 8年（982）3月孟州進士張兩因兩試吏部不合

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太宗聞後大怒，命斬張兩。18酒

醉失言「指斥」竟遭處斬，但按「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律文，亦無違

法。僅隔兩天，原是太宗潛邸之臣的彌德超被貶海南，指斥皇帝是獲罪

主因： 

初，彌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官與

柴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詬王

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

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效汝輩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

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

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壬

子，德超除名，並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

                                                                                                                                 

《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0，太

祖開寶二年十月己亥，頁 234。 

16 《長編》卷 10，太祖開寶二年十二月乙酉，頁 236-237。 

17 《長編》卷 236，神宗熙寧五年閏七月乙丑，頁 5747-5748。 

18 《長編》卷 24，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頁 541。但張兩在《宋會要輯稿》

稱張雨光，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北京，中

華書局，1957）職官 78 之 2、3；《容齋隨筆》則載張兩光，見宋．洪邁，《容

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續筆卷 13，〈下第再試〉，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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壻也，亦坐責為殿中丞、知丹徒縣。19
 

德超原受太宗深信，因謀樞密使一職未遂，失望發牢騷時竟大罵眾人：「汝

輩當斷頭，我度帝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反遭王顯等告發，太宗震

怒，命御史知雜滕中正「就第鞫之」，德超重貶海南。20同樣是「言涉指

斥」，前者於大庭廣眾，後者是私密場合；酒醉失意文人被斬，潛邸失寵

之臣遠貶。雖皆重罰卻程度有別，但如此仍未違法，主因律文並無區分

場所之規。 

端拱元年（988）3月，深獲寵信的侯莫陳利用終被賜死商州，但此

前違法情事已多：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

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

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

橫，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

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它

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 

太宗當時下詔，將其「除名，配商州禁錮，籍其家」，不久卻「詔還之」。

趙普（922-992）深恐侯莫陳利用日後仍可能仗勢恩寵，肆虐四方，遂再

上奏：「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

州將用為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京西轉運使宋沆

（947-1004），亦直指「初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

趙普趁此力諫太宗： 

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

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

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 

太宗不得已勉允賜死侯莫陳利用，未久卻又反悔，立馬派人收回成命。

但「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掀於淖而出，換它馬。及至，磔於市矣」，

其人終得伏法。21可見就算有切實的「指斥」犯行，若君主不計較或願

                                                        

19 《長編》卷 24，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寅，頁 544。 

20 《宋會要》職官 78之 2、3。 

21 《長編》卷 29，太宗端拱元年三月甲子，頁 6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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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豁免，百官也是莫可奈何。22
 

確實「指斥乘輿」論處不一，端看皇帝個人態度，是律法既有規定。

但從對犯者家屬親友的處置上，卻見隨意之處。如太祖時張延通出言不

遜，官員們各遭重懲，而張璵被指同黨，雖未論斬，卻禍延家人一同「流

沙門島，籍其財」。23太宗時，落第士人張兩酒醉「指斥」遭斬，竟連累

「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24寵臣彌德超謀職未成，出言指斥，結果他與

親屬重貶海南，女婿李旭也連帶貶官。25按律文規定，「知指斥乘輿」而

不告者「各減本罪五等」，《疏議》亦補充說明：「不告者『各減本罪五等』，

本應死者，從死上減五等」，這些親友依法當不至如此。26由此可知「指

斥乘輿」裁決時的模糊不確定性此時已超出律文，擴及犯者以外之人，

端看皇帝個人之意。27而南宋洪邁認為，太宗當時大開科舉之門造福士

子，「一時待士可謂至矣」，但張兩「以試不合格，縱酒大駡於街衢中，

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28

可見犯者親友甚至關係較遠者連累受罰，牽連甚廣，實與太宗欲藉此顯

威有關。 

至道 3年（997）初，太宗崩，真宗繼位。與此前相當不同，大不恭

處罰罕見，如陳靖於真宗晚年知泉州，「有民張績、張雅訟父產，績、雅

皆假子。靖奏條理待報，未下，又覆奏其事，并發法寺胥吏受請納貨得

實」。藉兄弟爭產收取賄賂的大理寺吏員遭告發，心存不滿，竟將陳靖上

                                                        

22 宋代不少「指斥乘輿」案件涉及官員彼此恩怨，原因是案件最終視皇帝裁決而定，

此種高度彈性遂成臣僚互攻手段。若能成功讓皇帝認為對手是指斥不恭，則很可

能使政敵身陷重罪，難以翻身。如太平興國 7年（981），兩朝重臣盧多遜（934-985）

遠貶海南，主因之一是與趙普相爭，被控「指斥乘輿」。最初多遜判死，後念其

久事朝廷有功，下詔奪官，全家發配崖州，但「縱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即

遇赦不免。宋．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

局，1962）卷 203，〈盧多遜削奪官爵配隸崖州制〉，頁 755。之後盧多遜雖深盼

被赦免，卻終未北返，雍熙 2年（985）卒於當地。 

23 《長編》卷 10，太祖開寶二年十月己亥，頁 234。 

24 《長編》卷 24，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頁 541。 

25 《宋會要》職官 78之 2、3。 

26 《唐律疏議》卷 23，〈鬬訟律〉「知謀反逆叛不告」（總 340條），頁 427；《宋

刑統》卷 23，〈鬬訟律〉，頁 411。 

27 《長編》卷 236，神宗熙寧五年閏七月乙丑，頁 5747。 

28 《容齋隨筆》續筆卷 13，〈下第再試〉，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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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中「必是不經聖覽」之句，指控為「指斥乘輿」。經陳靖解釋說明，天

禧 3年（1019）6月有詔： 

兵部郎中、直吏館陳靖，頃以典領藩條，決遣民訟，知胥徒之納

賄，列事狀以上言。既歙怨於寺司，遂受誣於吏議。載披封奏，

深用軫懷。非汝瑕疵，宜從洗滌。29
 

當時真宗雖已中風，仍可明辨原委，未輕易動用大不恭罪論處臣下。無

怪「程門立雪」的楊時（1053-1135）在北宋晚期有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

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

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30
 

為求讓官府能關注己案，尋常民事糾紛狀詞竟使用不恭語句，卻不知可

能觸犯「指斥乘輿」重罪。幸虧真宗體察民情，不以為意，倘若嚴辦此

等案件，百姓就有很大機率受嚴刑伺候。故此時無論對官吏、百姓的「指

斥乘輿」情事，真宗相較太祖、太宗謹慎寬容許多。 

明道 2 年（1033）劉太后逝，仁宗親政。未久，宗正丞趙良規等因

下屬「盜太廟夾室冊匣所飾金」觸犯大不恭罪，連帶受罰。先是「贖銅，

罷所領」，之後因「言者尚以為責輕」，再遭貶官。31可見若非被質疑處

分過輕，不至遭到貶官。皇祐 4 年（1052）劉太后神御物被竊，仁宗十

分重視，「幸慈孝寺，朝謁章獻太后神御殿，以嘗有盜神御物故也」，特

地前往審視。32開封府當下已抓獲嫌犯，「既就縶，李絢以屬吏，考掠不

得其情，輒釋去」，竟放犯人離去。後來李絢因好酒，晨朝奏事時宿醉未

解，仁宗罷其開封府尹，改由何中立接任。33中立上任後認為未抓錯人，

                                                        

29 《宋會要》刑法 3之 16。由此可見不僅官員能以「指斥乘輿」指控對手，連吏員

亦能如此。 

30 宋．楊時，《龜山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25，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卷 13，〈餘杭所聞〉，頁 2。 

31 《長編》卷 119，仁宗景祐三年九月戊寅，頁 2802；元．脫脫等撰，《宋史》（點

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87，〈趙良規傳〉，頁 9659。 

32 《長編》卷 172，仁宗皇祐四年五月乙丑，頁 4146。 

33 《長編》卷 172，仁宗皇祐四年六月甲午，頁 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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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真盜也」，詳加審訊果然伏罪。34而李絢因錯放大不恭罪嫌犯「詘知

蘇州」，但知蘇州亦非重罰。35可見兩案雖僅「盜案」，被竊品卻都屬皇

家神御之物，非同尋常，史料中雖未多提，但犯人當是依「大不恭」論

罪。而相涉官員雖是失職，也見到貶官懲處，但細疏下可知並非嚴懲。 

仁宗時，嘉祐 4年（1059）劉敞（1019-1068）任開封糾察刑獄，發

生軍兵「指斥乘輿」之事： 

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鬬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

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 

開封衛戍軍兵聚眾酒醉鬧事，犯下「指斥乘輿」，人數還多達數十人，相

較太宗時士人張兩僅是酒醉罵街，危安之虞超出甚矣。但最後只將為首

者，依法當眾棄市「以儆效尤」，未見連累他人，兩相比較輕重立判。尤

其身為開封監司的劉敞，不斷質問何故可以未按程序，不經其再審直接

結案處死。開封府回報：「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

不慮問」，從「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可見皇帝是把案件直接交

府方審訊結案，自然不必再經開封糾察刑獄。但劉敞卻認為「此豈可行

耶」，遂上奏請「一準近格」，要求開封府案件務需經糾察刑獄再審。樞

密院依舊不配合，劉敞力爭不已，最後乃「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36

如此可知藉此一大不恭案件，進而讓京畿地區整體案件的審訊過程，更

加周延謹慎。 

真宗、仁宗統治長達六十餘年，其間官吏、百姓、軍兵雖有大不恭

之例，但較太祖、太宗兩朝，重懲案件鮮少，對「指斥乘輿」也多半不

願深究，更未見波及他人。無怪張唐英（1029-1071）嘗言： 

真宗之時，有比為桀、紂者，輔臣請罪其指斥，真宗曰：「但問

事之曲直，不須責此。」仁宗即位已來，其臺諫之臣，侍從之列，

嘉謀讜論，日夕陳之於前，未嘗不溫顏訪問，故能四十年天下太

                                                        

34 《宋史》卷 302，〈何中立傳〉，頁 10029。 

35 《宋史》卷 302，〈李絢傳〉，頁 10028。 

36 宋．劉攽，《彭城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6，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卷 35，〈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劉公行狀〉，頁 16；《長編》卷 190，仁宗嘉祐四年七月庚申，頁 4580-4581；《宋

史》卷 78，〈劉敞傳〉，頁 1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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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夷夏安靖。37
 

顯見此時期對大不恭案件的審理確屬寬鬆，此應與宋代開國以降崇文背

景下，對士人文臣的尊重風氣，到真、仁時期逐漸形成待大臣有禮的「祖

宗家法」有關。38但是，從本罪由太祖到仁宗的演變，仍足見皇帝個人

態度攸關本罪論處寬嚴與否，顯威或施恩，依舊掌握在君主一己之意。 

四、神宗之後超出律典範圍 

仁宗無嗣，英宗入繼未及四年病逝，神宗年少即位後，大不恭案件

較真、仁時期有增多之勢。熙寧 3年（1070）5月，「皇城使、開州團練

使沈惟恭除名，瓊州安置；進士孫棐處死。」身為國戚的惟恭因未得恩

澤，心生不滿，與門客孫棐犯下「指斥乘輿」等重罪，分遭遠貶海南、

處死。39熙寧 7年（1074）12月發生「盜御寶」大不恭案件，牽連者眾，

主因「黎慶之誤發內降文字，恭禮白昭明，令立、德恭入內求龐夫人重

封印。」40此因文書誤發而重蓋御印的行為，觸犯「盜御寶，流三千里，

係十惡」之罪，幸逢赦降才獲減刑。41
 

                                                        

37 傅增湘原輯，吳洪澤補輯，《宋代蜀文輯存》（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

卷 12，張唐英，〈德宗責御史段平仲論〉，頁 365-366。 

38 北宋君主對誅殺大臣抱持謹慎態度，學界討論見李峰，〈太祖誓約“不誅大臣、

言官＂新論──兼與張希清、劉浦江等先生商榷〉，《史林》2012：6（上海），

頁 53-63。 

39 宋．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

《宛委別藏》本）卷 66，頁 1173。此時正值王安石變法之初，故有說法認為：「惟

恭居常告杞以時事，又語嘗涉乘輿，戲令杞為此書，以資笑謔。獄具，法官坐惟

恭等指斥乘輿，流海島，杞棄市，以深禁民間私議己者。其後，探伺者分布都下」，

意即王安石藉此打壓異己嚇阻批評。但因新舊黨爭日後牽連甚廣，政爭紛擾不斷，

無法確知此案與王安石有關，卻也預示黨爭與指斥乘輿的複雜關係。 

40 宋代尚書內省女官處理皇帝政務文書的情況，見鄧小南，〈掩映之間──宋代尚

書內省管窺〉，《漢學研究》27：2（臺北，2009），頁 5-42。 

41 《宋會要》刑法 6之 16。《長編》卷 258，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甲申，頁 6302-6303，

記載因赦減刑之事：「詔入內祗候、高班內品黎慶之除名勒停，梁恭禮、入內高

班吳立、張德恭各勒停，免除名，入內副都知、左騏驥使王昭明追兩官，特免除

名勒停。慶之坐誤發內降文字，恭禮報昭明，令立、德恭入求於內夫人龐氏重封

印，從盜御寶法應除名，以嘗會赦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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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王安石（1021-1086）罷相，呂惠卿（1032-1111）代之。兩人

為新法主要推行者，可說有師徒之誼，但自安石罷相後逐漸交惡。隔年

王安石再任相，不久呂氏兄弟共同被貶，其一原因： 

呂升卿為京東察訪使，遊泰山，題名于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陰，刊

刻搨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承禧為御史，

言其題名事，以為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42
 

呂升卿遊覽泰山，題名於「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陰」，乍看似不敬先帝之

舉。但按《宋刑統》規定「大不恭」罪有一定範圍，非所有不敬皇家行

為都可用「大不恭」論罪，蔡承禧（1035-1084）身為御史應非不知此理。

從御史中丞鄧綰（1028-1086）又上疏彈劾呂惠卿兄弟「如此等事凡十餘

端，猥不可具載」，指控他們惡行滔滔來看，43此時呂氏兄弟所受諸般抨

擊，已是政敵間互控手法，是非曲直難定。但蔡承禧認為題名於「真宗

御製封禪碑之陰」是大不恭的指控，可說不同過往，出現官員開始有意

將大不恭的論罪範圍擴大，超出律文原本規定。 

不僅如此，「指斥乘輿」處罰也有加重之勢。元豐 2年（1079）發生

著名的「烏臺詩案」，該案學界討論豐碩，不再贅述。44但對享有盛名的

蘇軾（1037-1101），因「謝表與詩句內頗有譏切時事文詞」，神宗命以詔

獄審訊。45其間不僅蘇軾受苦數月後被貶黃州，替他申辯的張方平

（1007-1091）等重臣也受牽連，被論處者廣。雖然有學者認為「治有確

證而非深文周內」46，但蘇軾是否真有「不恭」文字仍難斷定，卻皆顯

示神宗對此相當重視，47不同於真、仁時期的寬容態度。元豐 6年（1083）

                                                        

42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5，頁 57。 

43 《東軒筆錄》卷 5，頁 52。 

44 烏臺詩案相關論著頗多，詳細情況見趙晶，〈文書運作視角下的“東坡烏臺詩

案＂再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福州），頁

156-172。 

45 北宋詔獄案件有關研究，見戴建國，〈宋代詔獄制度述論〉，收於氏著，《宋代

法制初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46-263；平田茂樹，〈宋

代の朋党と詔獄〉，收於氏著，《宋代政治構造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

頁 139-168。 

46 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頁 130。 

47 戴建國，〈“東坡烏臺詩案＂諸問題再考析〉，收於氏著，《宋代法制研究叢稿》

（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38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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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詔涇原路京東第八將梁用、副將趙潛各罰銅二十斤。坐部卒常斌

指斥乘輿，語切害不可錄奏，經略司以聞故也。」48雖不知「指斥乘輿」

的兵卒常斌下場如何，但從軍將刻意隱瞞此事被揭發後，受「罰銅二十

斤」不算輕的懲戒，推測處以極刑可能性頗大。 

元豐 8 年（1085）3 月，神宗病逝，哲宗年幼即位，祖母高太皇太

后（簡稱高太后，1032-1093）領政。熙豐年間失勢的舊黨人士紛紛回朝，

輪番相繼抨擊新黨官員，其中「大不恭」是諸項指控重罪之一。如同年

11月，侍御史王巖叟（1044-1094）上奏抨擊宰執章惇（1035-1105）： 

臣竊聞昨來執政大臣，初議太皇太后陛下垂簾儀制之日，門下侍

郎章惇，嘗對眾肆言曰：「待與些禮數。」臣子聞之，無貴賤、

無賢愚莫不變顏失色，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先皇帝之

母，皇帝陛下之祖母，天下之尊極矣。垂簾聽政，又先帝之遺制，

國朝以來自有故事，臣下所當講明而奉行之，豈以私意輒可重輕？

考惇之語，是何等語？原惇之心，誠何等心？亡禮背義，非臣子

所宜出口。臣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正惇罪。49
 

高太后確屬皇室成員，更因垂簾攝政成為實質的君主，舊黨指控章惇言

詞失禮不敬，目的就是盼高太后能予以重懲。 

另一宰執蔡確（1037-1093），舊黨成員劉摯（1030-1098）則指控其

辦理神宗入葬時極為不恭： 

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

邪指佞為職，今宰相姦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

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

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者一也。50
 

左正言朱光庭（1037-1094）也稱：「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

之際，殊不盡恭。靈駕發引在道，確為大禮使，當與扈從臣僚先後徐行，

常以妥安神靈為慮。而確不務此，每靈駕行，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

自便安，而靈駕一行在後，略不顧省，為臣不恭，莫大於此。」51目前

                                                        

48 《長編》卷 335，神宗元豐六年五月乙未，頁 8071。 

49 《長編》卷 361，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頁 8650-8651。 

50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庚戌，頁 8722。 

51 《長編》卷 360，神宗元豐八年十月己丑，頁 86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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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見對宋代皇室禮儀上的「不恭」行為與懲處有專門研究，但確與律

典的大不恭罪規定並不相符。而從朱光庭指控蔡確首罪是大不恭，之後

又列舉數項重罪來看，52當是希望將此問題上升到大不恭的程度。 

章惇、蔡確在舊黨人士接連不斷上奏後，遭到罷黜。繼而元祐元年

（1086）6月，左司諫王巖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1039-1112）、

右正言王覿（1036-1103）等，又分別上言抨擊呂惠卿： 

況復陛下即位之初，明下赦書，戒敕邊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

靜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

略無哀慼，日夜點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

為敵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欵

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

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

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

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

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53
 

類似上述章惇、蔡確情況，這下輪到呂惠卿被控觸犯大不恭在內數項罪

名。但其不遵赦書靜守疆界之命，越界討敵，也與律文大不恭罪規定不

符，但呂惠卿不久亦是落職。細思這些指控，頗類似神宗時出於黨爭之

故，蔡承禧對呂升卿題名於「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陰」的大不恭指控相近，

皆是意圖將「大不恭」論罪範圍擴大，超出《宋刑統》原本律文規定。 

由此可見舊黨重返朝廷，黨爭日趨劇烈，輪番對新黨人士的抨擊中，

寬泛指控「大不恭」是重要手法。希冀高太后能展現君上權威，嚴辦新

黨中人。不僅如此，「指斥乘輿」執行亦趨嚴酷，即著名的「車蓋亭詩案」。54

蔡確罷相後出任各地郡守，遊安州車蓋亭時寫下《夏日遊車蓋亭》十首

絕句。當下無事，知漢陽軍吳處厚卻於元祐 4年（1089）上奏： 

伏見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

                                                        

52 宋．劉摯，《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7，〈劾論蔡確十罪〉，頁

143-145。 

53 《長編》卷 380，哲宗元祐元年六月丙午，頁 9235-9236。 

54 學界對「車蓋亭詩案」相關研究情況，見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

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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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

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

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55
 

將其認為「情理切害」的譏謗詩句，詳細「箋釋之」，又特別指出「矯矯

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是比喻攝政的高太后是武則天，

暗批女主干政。56蔡確上書為己辯護，但左諫議大夫梁燾（1034-1097）、

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1048-1125）亦上言： 

臣等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聖諭，令具行遣比例條列密奏。臣等

略具合用條法，及責降大臣故事如左：一、準名例律，十惡六曰

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準職制律，指斥乘輿，情

理切害者斬。準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一、宰

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

安置。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臣等竊謂

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

參酌。57
 

舊黨眾人為求論罪蔡確，先引「指斥乘輿」律文規定，再列舉過往三位

重臣所受嚴懲之例強調說明。由於牽涉政爭，呂惠卿、丁謂（966-1037）

被貶原因頗為複雜，而孫沔（966-1066）罪行雖無關政爭，但他的欺虐

官民行徑十分驚人，如「誘姦遊人與民女」、「索畫不成誣人造反」、「私

役吏卒買物」、「暴打凌虐告官者」。58劉安世等卻認為蔡確詩句涉及「指

斥乘輿」，罪刑重於丁、孫、呂三人。 

高太后怒不可遏，蔡確先降光祿寺卿、分司南京，再貶英州別駕、

嶺南新州安置。呂大防（1027-1097）、劉摯各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

遠之由，上請改遷他處。太后卻言：「山可移，此州不可移」，59依舊遠

貶新州，開啟了新舊黨官員政爭互控被遠貶嶺南先例，最終蔡確死於當

地。故此時期的大不恭罪論處，無論是超越法典規範的「大不恭」指控，

                                                        

55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四年四月壬子，頁 10270。 

56 涂美雲，《北宋黨爭與文禍、學禁之關係研究》，頁 83-148。 

57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四年五月戊寅，頁 10307。 

58 《宋史》卷 288，〈孫沔傳〉，頁 9689-9690。 

59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四年五月丁亥，頁 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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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斥乘輿」的嚴厲執行，皆呈升高態勢。 

就在哲宗親政前夕，元祐 8 年（1093）5 月御史黃慶基上言抨擊蘇

軾： 

軾在先朝，恣爲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蹟具存，衆皆以

爲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先帝之於軾

可謂有再造之恩矣，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之。軾不能感戴厚恩，而

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為中書舍人，軾因行制誥，

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傳播四方，士大夫讀之，有識者

為之痛心，有志者為之扼腕。考軾之意，特欲刺譏先帝，以攄平

昔之憤爾。60
 

先提及神宗對蘇軾的「烏臺詩案」寬待之恩，再控其在元祐時朝廷任官

所擬誥辭中實有污衊先帝之詞，可說是忘恩負義。故盼「望賜英斷，上

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仍令中書省削去軾所行誥辭言涉

刺譏者，以示人臣大不恭之戒」61，可見蘇軾又因文句惹禍，被控「指

斥乘輿」之嫌。雖然慶基指控不成，反遭被貶，但同年 9月高太后病逝，

哲宗親政，新黨人士紛紛再度回朝，此事又再提起。 

蘇軾這時難逃厄運，先貶英州，紹聖元年（1094）6 月再貶惠州。

貶官制詞中提到： 

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

當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權臣，

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以怨

報。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仍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

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

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非朕可赦，宥爾萬

死，竄之遐服。雖軾辯足惑衆，文足飾非，自絶君親，又將奚懟？

保爾餘息，毋重後悔。可特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62
 

可見哲宗認同新黨對蘇軾的「指斥乘輿」指控，這除是宣示親政後不同

                                                        

60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八年五月壬辰，頁 11497。 

61 《長編》卷 364，哲宗元祐八年五月壬辰，頁 11499。 

62 《宋大詔令集》卷 206，〈蘇軾散官惠州安置制〉，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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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祖母的立場姿態，亦是彰顯自身的君主意志決斷。此後，舊黨人士陸

續被貶嶺南，死於當地者眾，卻也不見元祐時期如此多的大不恭罪指控。 

同年 11月中，開封府民呂安「坐斥乘輿，大理寺論當處斬，上批『特

貸死』。再取旨，上曰：『此因醉狂語，與情理悖逆者異，故貸其死。』」63

看似哲宗寬大免死，但也有記載稱：「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惇請論如指

斥乘輿法，上特貸死。惇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然雖多殺

不禁也」，章惇於哲宗主政時長期高居相位，故難斷言此時大不恭罪的執

行有減輕之勢。64
 

相對於真、仁兩朝，神宗、高太后掌政時屢見官員彼此控訴對方犯

下大不恭，更出現不顧既有成法約束，意圖擴張「大不恭」論罪範圍以

求打擊政敵情況。表面上出於黨爭，但大不恭罪與皇權緊密相關，臣下

間雖不斷相互指控，倘若未獲君上同意，實難可能。故無論何者都是希

望君主能展現權威，嚴懲對手，或可說似存在某種君臣共識之默契。而

君主出於自願或是被臣下利用，就現存史料不易釐清，但此時確實不同

於太祖、太宗、真、仁時期，大不恭罪超出了律法規定，不可不謂是皇

權在法律上的擴大與展現。尤其，哲宗親政後本罪並未如神宗、高太后

時擴張情況，顯示出雖有前例卻不見得必需如此，大不恭罪論處仍掌握

在皇帝之手，君主個人態度攸關至要。 

五、徽宗朝大不恭罪顯著擴張 

哲宗親政未及十年死去，徽宗即位不久，崇寧元年（1102）5 月就

有詔：「諸色人妄議宗廟，指斥乘輿，並許人告賞錢三千貫，白身與三班

借職，有官人轉兩官」65，用重賞鼓勵告發「指斥乘輿」行為。可知徽

宗朝一開始就對「指斥乘輿」抱持嚴厲態度。 

                                                        

63 《宋會要》刑法 6之 20。 

64 宋．陳均編，許沛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

卷 26，頁 648。 

65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 26，頁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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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隨著徽宗「御筆政治」的逐步開展，66大不恭罪還成為

相應刑罰規定。首先是大觀 3年（1109）5月，「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

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論」67，徽宗著名的「御筆」開始用大不恭

罪為罰則。原本「違御筆」僅依違制罪論處，最高徒二年，但未及五年

就改用大不恭論處，最輕就要「流二千五百里」，刑度相差甚多。「御筆」

與「大不恭罪」的結合，除超出律典範圍外，更是用此重刑讓人不敢違

背徽宗的御筆指示，展現君權至高姿態。同時也提升御筆文書位階，從

過去不合法屢遭大臣抵制的「內降」，一轉合法並成為最具代表皇帝意志

的文書。 

從「輒敢申明衝改」觀之，此時違御筆責罰僅限官員，對不服從御

筆指示之臣要以大不恭罪論處。但隔年正月，徽宗命「天下寺院不得設

高座僭據，使其徒列拜其下」，下詔「非其徒而設拜者，以大不恭論」，68

即「士庶拜僧」此種尋常宗教行為，亦要用大不恭論刑。政和 2年（1112）

正月又要求「自今應敢雜服若氈笠釣墪之類者，以違御筆論。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69用「違反某事，以違御筆論」方式，希望遏止民間穿戴胡

服之風。而此時違御筆責罰已改用大不恭罪論處，故「以違御筆論」亦

是以大不恭處罰。 

此後，「以大不恭論」、「以違御筆論」的規定明顯增多，徽宗朝許多

施政、政策，如文武官制改革、加強茶鹽專賣、整頓財政稅賦等舉措皆

包括在內。加上最初的「違御筆」處罰，三者可統稱為「以大不恭論罪」，

意即新增了許多大不恭罪名，在徽宗中晚期持續增加，巨幅擴張「大不

恭」範圍，並與「御筆政治」密切配合運行。70故這時的大不恭罪已明

                                                        

66 徽宗朝御筆盛行情況，見王育濟，〈論北宋末年的“御筆行事＂〉，《山東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1（濟南），頁 54-62；德永洋介，〈宋代の御

筆手詔〉，《東洋史研究》57：3（京都，1998），頁 1-68；楊世利，〈論北宋詔

令中的內降、手詔、御筆手詔〉，《中州學刊》2007：6（鄭州），頁 186-188；

王智勇，〈宋徽宗朝“御筆＂與北宋後期政治〉，《宋代文化研究》2009：2（成

都），頁 594-604。 

67 宋．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綱要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17，頁 470；《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 27，頁 696。 

68 《宋會要》刑法 2之 51；《宋史》卷 20，〈徽宗二〉，頁 383。 

69 《宋大詔令集》卷 199，〈禁止雜服若氈笠釣墪之類御筆〉，頁 738。 

70 王曾瑜，〈北宋晚期政治簡論〉，《中國史研究》1994：2（北京），頁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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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超出《宋刑統》的九項罪名規定，大幅擴張適用範圍，原本只懲罰對

皇帝不敬行為，此刻已深入規範士宦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較此前的

大不恭罪，限定於皇帝、皇家事務，九項罪名規範十分清楚，目的是避

免他人誤陷重刑。司法實踐上，「指斥乘輿」雖隨皇帝不同態度，各時期

鬆緊不一，而官員也意圖擴張大不恭罪範圍打擊政敵，但指控罪名仍限

於皇室本身。但自徽宗中期起，用大不恭罪論刑的規定遽增，遠超出律

典規定，涵蓋事項既廣又細，不再限於皇帝和皇家，實是此前未有奇特

景象。71
 

大不恭罪罪名廣布下，實際該如何論處？主因大不恭罪有九項罪

名，四種罰則，最輕流二千五百里，最重處斬。「以大不恭論罪」該用哪

一條？還是罪罰本身就不確定？因史料有限，難以確知。但值得注意是

罪名雖遍布四方，起初受罰者卻十分有限。一方面是規定太繁，若認真

執行恐是重犯滿衢，施行上必有折扣；更重要地，論處與否繫於徽宗一

人，而他當是不願嚴格執行。故大不恭罪名雖多，實例卻相對有限，主

要目的是用不確定性威嚇他人遵從君主命令，而非嚴懲眾人。再則，藉

此彰顯徽宗個人意志，突出君主握有絕對權威與施予恩澤的能力，展現

皇權無所不在且「予奪在上」至高姿態。72
 

雖然如此，罪名廣布下仍有人受罰。如李綱（1083-1134）岳父張根

任淮南轉運使時，因上書力請展延御筆不合理的時限要求，竟以「輕躁

妄言，不循分義，親書奏牘，注改草略，傲慢不恭」罪名遭罷，不久死

去。73而隨著大不恭罪規定的頻頻頒布，逐漸形成威嚇氣氛，出現負面

影響。重和元年（1118）臣僚上言：「姦人巧詐，妄為命令，恐動官司，

規求貨財者，都城之內尚或有之，況萬里之遠耶？」指出有人持偽造御

筆，四處行詐。又稱「其姦狀敗露，臣之所知者數人而已。乃若蹤跡詭

                                                        

71 裴會濤，〈敕與北宋立法關係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博士論文，2011）第 1 章

第 2節，「（三）通過『以大不恭論』的敕補充《宋刑統》」，頁 60-62。 

72 以往多認為徽宗喜好藝術與耽溺於奢華玩樂，大權旁落在重臣蔡京之手，但近來

研究已逐漸改變看法，認為徽宗對朝政實有相當掌握。此也可從筆者先前比較大

不恭罪在徽宗朝的擴張演變與蔡京任相起伏經過，可知蔡京與本罪的關係不如過

往想像，反之徽宗掌握大不恭罪的可能性較高，見李如鈞，〈予奪在上〉。 

73 《宋會要》職官 68之 40；《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 28，頁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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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假詔命於州縣之間而事未發露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可見當時有不

少偽造御筆之類物品流竄民間。74
 

此外，徽宗寵信之徒也用「以大不恭論罪」威嚇官民，藉機牟利。

政和 8年（1118）5月御筆：「太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勔取發，餘人不許爭

占，如違，以違御筆論。」75朱勔（1075-1126）替徽宗採辦花石綱，但

他與黨羽卻利用大不恭罪逞威肆虐：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使者郡守多

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

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志，而未即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76
 

雖是奉御筆指示，但徽宗是否授權朱勔可在民間輒以「大不恭」威逼百

姓，令人懷疑。不過在當時大不恭罪規定相當普遍，擔心遭受重罰氛圍

下，讓人也不敢多所懷疑抵抗。77
 

何以徽宗本身不願施以重刑，受害者日後卻逐漸增多？主因當是御

筆廣布下，宦者接觸御筆機會大增，78南宋王明清指出：「姦佞用事，賄

賂關節，干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

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啟倖門，為宦途之捷徑」，79可見

宦官能隨意利用御筆、大不恭罪，營私取利。宣和 3年（1121），大內總

管李彥藉徽宗供奉物之名，恣意榨取民力，「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

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願配合，以

「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罪名，遭到停職。朝廷雖然「察其捃摭」，

但李彥仍舊「亦令勒停」。此處「十惡」當指大不恭罪，可見宦官這時已

                                                        

74 《宋會要》刑法 2之 72-73。 

75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 128，〈花石綱〉，頁 19。 

76 《容齋隨筆》續筆卷 15，〈紫閣山村詩〉，頁 103；《宋史》卷 470，〈朱勔傳〉，

頁 13684-13685。 

77 朱熹（1130-1200）外公祝確也曾受危害，見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

集》（臺北，允晨文化，2000）卷 98，〈外大父祝公遺事〉，頁 4807-4808。 

78 藤本猛，〈直睿思殿と承受官──北宋末の宦官官職──〉，《東洋史研究》74：

2（京都，2015），頁 261-293。 

79 宋．王明清，《揮麈錄》（北京，中華書局，1961）後錄卷 2，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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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輕易陷人重罪。80
 

除宦官藉大不恭罪牟利行惡，迫害官民，導致朝野混亂外，聯金滅

遼此等重大國事，按宋代優禮士大夫傳統，當有不少官民士宦願挺身提

出建言。但此時在大不恭等重罪威嚇下，朝野反對意見明顯減少，如宣

和 4年（1122）9月，朝散郎宋昭上書勸諫北伐，卻慘遭「除名、勒停，

廣南編管」重罰。81呂中對此嘗言： 

通女真之始，即降御筆，天下師臣監司不許干預，違者謂之違御

筆。至王黼，堅意取燕，又以違御筆之法不足以禁天下，有降旨

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惟宋昭一人開陳禍福，遂至重竄。興師之

日猶有必罰無赦之文，未足以杜人言也，於是詔以議者斬，而無

一人敢言此事者矣！82
 

顯見聯金北征得以遂行，大不恭罪與其他重刑共同發揮嚇阻異議作用。83

但如此順利未受多大阻礙之代價，最後竟是迎來國破家亡的悲苦結果。 

這般混亂下，無怪楊時（字龜山）於徽宗晚期以七十高齡奉御筆入

朝，弟子胡安國（1074-1138）稱他眼見朝局日下，挺身諫言，「當時政

事十餘條，此事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

貴耳」。時人卻無同感，認為他是不敢違背御筆指示，懼怕大不恭罪論刑

之故。對此，胡安國提出反駁： 

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世人不察其用心

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

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

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

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

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84
 

                                                        

80 《宋史》卷 468，〈楊戩傳〉，頁 13664-13665。 

81 《宋史》卷 22，〈徽宗四〉，頁 405。 

82 宋．呂中撰，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4）卷 23，〈求直言〉，頁 383。 

83 大不恭罪盛行僅是北宋晚期言論禁錮的原因之一。當時士風衰敗，政治氣氛不佳，

隱逸、奔競風氣盛行亦皆是促因。見張邦煒，〈論北宋晚期的士風〉，《四川師

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7：2（成都，2000），頁 67-72。 

84 宋．朱熹，《伊洛淵源錄》（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48，臺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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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行指揮」來看，可見「以大不恭論罪」已在徽宗中晚期人們心中

造成普遍恐懼，有識之士亦不敢多言。隨著宦官的脅迫恐嚇，大不恭罪

執行上日益嚴峻，恐怖氣氛全面籠罩，無怪胡安國雖積極替恩師辯護，

眾人仍持懷疑態度。85
 

正當大不恭罪廣布，徽宗君權高漲之際，金人鐵騎南侵，情勢劇變。

欽宗（1100-1156）匆忙登基，眾人對大不恭罪的不滿也隨即爆發，不久

順應眾意，下詔：「今後聖旨不經三省、樞密院者，諸官司不許便行，並

申中書省審奏，俟得旨，方許施行」86，大幅限縮御筆範圍。之後，再

命「昨以違御筆論者，並改作違制論」87，「以大不恭論罪」的擴張戛然

而止，此前遭受大不恭罪危害之人，陸續要求平反。88自此大不恭罪回

歸律典規定，南宋以降未再出現類似情況。 

何以大不恭罪在徽宗時期得以大幅擴張，遠超出《宋刑統》原本規

定？制度面亦是促因。首先，徽宗朝御筆開始之初，相應刑罰是違制罪，

即原本《唐律疏議．職制律》第 22 條「被制書施行有違」（總 112 條）

規定： 

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注：失

錯，謂失其旨。 

【疏】議曰：「被制書」，謂奉制。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

若非故違而失錯旨意者，杖一百。89 

該罪是懲罰未照制書內容行事之官吏，確保皇帝文書當被遵奉，過失杖

一百，故意徒二年。宋初開國律典《宋刑統》承襲《唐律疏議》，違制罪

內容也幾同唐律，並與其他相關條文統整為「制書稽緩錯誤」門，要求

                                                                                                                                 

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卷 10，〈答陳幾叟書〉，頁 13-14。 

85 宋．陳淵，《默堂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39，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卷 17，〈又論龜山墓志中事．差市易務事始末〉，頁 7-8：

「（宣和）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筆詔：若辭者坐

罪。乃不克免。」 

86 《宋會要》職官 1之 45。 

87 宋．汪藻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卷 7，靖康元年五月十七日，頁 787。 

88 《靖康要錄箋注》卷 10，靖康元年八月十一日，頁 1013-1014。 

89 此條唐宋律文相同，即《宋刑統》卷 9，〈職制律〉，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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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仍是領受皇帝文書的官員。90因御筆亦是皇帝文書，故最初違反御

筆指示者用違制罪論處，確屬合理。91但不久之後，違御筆者就改以大

不恭罪論處，為何如此？這應是在御筆指示不斷擴增下，進一步將御筆

位階提升，成為最具代表皇帝意志的文書，並輔以更相符合的刑罰，用

以突顯皇權，遂由違制罪改為大不恭罪。92
 

此後，又出現了「以違御筆論」、「以大不恭論」的「以大不恭論罪」

方式，加上違御筆這時已改為大不恭論罪，三者遂將大不恭罪一舉大幅

擴張。但「以大不恭論罪」方式從何而來？就目前史料不易解明，但也

並非無跡可尋。首先，追溯唐宋律典，「以某罪論」的立法相當普遍，「以

枉法論」、「以盜論」、「以故殺傷」、「以鬬殺傷」、「以姦論」等皆是。《唐

律疏議．名例律》〈稱反坐罪之等〉（總 53條）規定： 

稱「以枉法論」及「以盜論」之類，皆與真犯同。 

【疏】議曰：以枉法論者，戶婚律云：「里正及官司妄脫漏增減

以出入課役，贓重入己者，以枉法論。」又條：「非法擅賦斂入

私者，以枉法論。」稱以盜論之類者，賊盜律云：「貿易官物，

計所利，以盜論。」廐庫律云：「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

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所犯並與真枉法、真盜同，其

除、免、倍贓悉依正犯。其以故殺傷、以鬬殺傷及以姦論等，亦

與真犯同，故云「之類」。93
 

可見「以某罪論」與「真犯」相同，其他「除、免、倍贓悉依正犯」，也

就是所有情況亦皆一致。此與「擴張解釋」的「準某罪論」，有時必須引

申某字句意義，符合立法者宗旨的方式不同。即「準某罪論」，皆止準其

罪，並不同真犯；稱「以某罪論」，則皆與真犯同罪。94故「以大不恭論」，

                                                        

90 即「稽緩制書官文書」、「被制書施行有違」、「受制忘誤」、「制書官文書誤

輒改定」四條律文，再加上一條《公式令》令文。見《宋刑統》卷 9，〈職制律〉，

頁 176-178。 

91 《靖康要錄箋注》卷 7，靖康元年五月十七日，頁 787。 

92 確實就現存史料，難明此時違御筆責罰何以要由違制罪改為大不恭罪。但此種擴

張大不恭罪範圍之舉，在當時並未遭太大反對，可見徽宗君臣間當存默契，頗相

似神宗、高太后時大不恭罪擴張情況，見李如鈞，〈予奪在上〉。 

93 《唐律疏議》卷 6，〈名例律〉「稱反坐罪之等」（總 53條），頁 138-139。 

94 桂齊遜，〈《唐律》關於「律文解釋」方式之分析〉，《通識研究集刊》8（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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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犯下大不恭罪。 

再者，自宋初開始不斷以敕補充《宋刑統》，以因應唐宋政治社會各

方面巨大變化，面對海量發布的散敕，該如何找到相應合適的刑罰，不

可不謂重要。其中「以違制論」是重要方式，95即「以違制罪論處」，此

從太宗朝起可見違制罪出現擴大跡象，如雍熙元年（984）8月： 

上謂宰相曰：「每閱大理奏案，或節目小有未備，移文案覆，封

疆悠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

如非人命所繫，即與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

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既具，

騎置來上，有司斷訖，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疑獄，有司詳覆而

無可疑之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奏疑案，亦騎置以聞。96
 

太宗體恤疑犯久陷牢獄之苦，遂命輕罪無疑者直接由地方決斷；需中央

再審的重案，也應盡快審理完結。其中更提到各州上呈疑獄案件若最終

無疑者，原審案官員需受違制罪處分。對比《宋刑統》原本規定，違制

罪與官員應謹慎審案的要求，似無直接關聯。 

不僅如此，真宗登基未久，咸平元年（998）12 月給事中柴成務等

重定新編敕後，上言「自淳化以後，宣敕至多」，除刪定重編外，對「令

敕稱依法及行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并準律、令、格、式；無本條者，

準違制敕，分故失及不躬親被受條區分。」97可見若條文無明文規定且

未有適合相應處罰時，該罪即以違制罪論處。 

此後，詔旨末尾更出現了不少「論以違制」或「以違制論」，即依違

制罪論處條文。起初多針對官員，後逐漸擴及庶民百姓，如大中祥符元

                                                                                                                                 

2005），頁 57-88；戴炎輝，〈論唐律上罪名定刑之態樣〉，《法學叢刊》5：4

（臺北，1960），頁 88-94。 

95 宋代「以敕補律」情況，見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54-64；〈宋代編敕初探〉、〈《宋刑統》制定後的變化

──兼論北宋中期以後《宋刑統》的法律地位〉，收於氏著，《宋代法制研究叢

稿》，頁 1-23、26-38。《宋刑統》與敕、「以違制論」的配合，見裴會濤，〈敕

與北宋立法關係研究〉第 1章第 2節，「（二）通過『以違制論』的敕補充《宋

刑統》」，頁 50-60。 

96 《長編》卷 25，太宗雍熙元年八月戊寅，頁 582。 

97 《長編》卷 43，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頁 9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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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08）正月，真宗於天書運動初期表示： 

近者士庶頗事侈靡，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工人鍊金為箔者，其

徒日繁，當令禁止。據其數歲費用甚多，壞不可復，寖以成風。

此深可戒。 

諸項臣下建議中，其一就是對工匠採違制罪論處：「冶工所用器，悉送

官，違者所由捉搦，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98，對照宋律的違制罪對

象僅限官員，此時已超出原本規定範圍。 

真宗雖時常與臣下討論「以違制論」該如何適用與論處，但自仁宗

起已不見君臣討論，反之卻是越來越多新出現的違法、不適切事項，逐

漸習慣以違制罪論處，成為一種迅速確定刑罰的立法論刑方式。又因「以

違制論」擴及國家、社會諸般事務，使違制罪不同於律典原先規定，具

有「概括」性質，成為論罰量刑的一種衡量標準。即若干違法或應受處

罰行為，無具體罰則又非重大犯罪，就按違制罪論處，成為簡便制定刑

罰的方法。99故至神宗熙寧 8年（1075）11月，竟有詔稱：「一司、一務、

一路、一州、一縣敕有稱當行、亟斷、決配之類，並改為徒二年。以舊

一司等敕參用嘉祐海行敕，如此之類，並以違制論，而熙寧敕乃刪去其

文，法官無刑名可守，至是，三司檢法官王振為言，而降是詔」100，可

見「以違制論」此時已廣為其他罪名刑罰所用，明文刪除反造成官員不

便量刑。 

因此，違制罪至徽宗朝早已超出宋律原本規定，君臣間應十分清楚

「以違制論」是一種處罰慣例。而「以大不恭論罪」同樣是涵蓋項目廣

泛，數量龐大，適用對象亦多（官吏百姓、軍兵、僧道），遠超過《宋刑

統》原本規定。雖然目前未有確切證據說明兩者間承繼關係，但就上述

違反御筆從違制改以大不恭論處、唐宋律典常見「以某罪論」方式、違

制罪作為「以敕補律」的配合刑罰、自仁宗起成為簡便立法論刑方式，

以及「以違制論」、「以違御筆論」、「以大不恭論」三者在徽宗朝同時並

存，彼此起到補充效果來看，「以違制論」當是「以大不恭論罪」的仿效

                                                        

98 《宋會要》輿服 4之 5。 

99 關於北宋違制罪與「以違制論」的發展演變，詳見李如鈞，〈簡便之罰：宋代的

違制罪與「以違制論」〉，《史學彙刊》36（臺北，2017），頁 63-91。 

100 《長編》卷 270，神宗熙寧八年十一月乙亥，頁 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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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可是，兩者雖十分相近，卻又存在重大差異。「以違制論」是宋廷重

要立法方式，並被之後各朝延續使用。「以大不恭論罪」卻是史冊上廣受

批評惡法，從此不再出現，其中原因為何？筆者以為違制罪擴大萌芽於

太宗，自真宗朝起成為「以敕補律」重要論刑方式，最初目的是欲顯示

皇帝自上而下，君主之命需被遵行，違反就等於不尊重詔令之主的權威，

應受懲罰。此由徽宗大觀 4年（1110）臣子上言可證： 

竊惟人主稱制，故輒違者論以違制之罪。臣伏見比來有司以己見

條陳事，方欲立法，輒請論以違制，此臣所未諭也。不唯間因細

事，暗增重刑，實亦理勢非順，其名不正。101
 

違制罪當屬皇帝專有，非臣下可踰越建言的說法，於理確實無誤。但此

時卻是「有司以己見條陳事，方欲立法，輒請論以違制」，可見實際上早

自仁宗之後在簡便立法考量下，違制罪已被北宋歷代君臣們廣泛使用，

「以違制論」成為一種立法論刑的慣例默契。由此也可顯示此罪已無法

充分表現皇權態度，此從上述徽宗臣下的言論亦可推知。 

加上違制罪最高刑度只有兩年，遠不如大不恭罪最低是流二千五百

里，且此前大不恭罪已在神宗、高太后時擴大使用，徽宗君臣理當知曉。

故推測他們應是循「以違制論」，推出「以大不恭論罪」方式，違反者等

同於冒犯君上，當處重罰，成為皇權的一種具體展現，而非是徽宗個人

與蔡京等重臣的一時興起。但兩者雖頗為類似，實際執行上真宗是與朝

臣反覆商議，主因違制罪彰顯皇帝親意，君主掌握最後裁量權，故應求

適當的罪刑相稱，以免有過濫之嫌。102反觀徽宗時期，未見君臣間有如

此謹慎討論，雖然大不恭罪一開始執行可謂寬鬆，但在刑罰上處於未確

定狀態，端看皇帝己意。故兩者大幅擴張，最初同樣都是展現皇權，但

之後的發展演變，如同當時有詔書稱： 

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

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

                                                        

101 《宋會要》刑法 1之 23、24。 

102 《宋會要》食貨 38之 29、刑法 2之 13；《長編》卷 92，真宗天禧二年十一月癸

未，頁 2129-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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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

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

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103
 

重申立法權柄在皇帝手中，徽宗特旨的位階高於既有成法，強調君臣間

嚴格分際，要求朝臣們不可用常法抗拒御筆處分，否則要受大不恭罪論

處。而大不恭罪原先立法目的，就是規定為臣者應有肅敬之心、人臣之

禮，不可對皇帝有不當態度與言行。104由此可見，徽宗將御筆當作自己

意志的延伸，要求臣民必須遵守，違者即犯下對皇帝不敬之罪。 

無怪當時眾所周知的政策，欲要求臣民遵從，多是用大不恭罪規定，

近似政令宣導。105御筆與「以大不恭論罪」規定，皆是徽宗欲突顯自身

存在、君臨天下的意圖，表明皇權的逐步擴大，強調君主擁有「擅殺生」、

「能利害」之絕對權威。此種在立法層面、司法審判的予奪在上姿態，

充分突出皇帝個人角色，足以彰顯徽宗個人意志。106可是，「以大不恭

論罪」的刑度最輕二千五百里，遠高過「以違制論」的徒二年，實際論

處又不同於真宗時的謹慎態度，僅是一昧強調徽宗皇權至高，不容質疑。

最終因執行上發生極大混亂，成為虐害官民之法，甚而壓制言論間接促

進聯金滅遼，終致嚴重難收苦果。 

六、結論 

綜上所述，十惡之一的「大不恭」罪在北宋出現不小變化。宋初延

續唐律，《宋刑統》僅將大不敬改稱大不恭，規定十分明確。但其中的「指

                                                        

103 《宋史》卷 200，〈刑法二〉，頁 4990-4991。鄧廣銘認為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

卷 27，頁 696所載「（大觀三年五月）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

以大不恭論」，屬同一事，故《刑法志》記載有誤。見鄧廣銘，〈宋史刑法志考

證〉，收於氏著，《鄧廣銘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 9 卷，

頁 264-265。 

104 甘懷真，〈中國古代的罪的觀念〉，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

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373-374。 

105 方誠峰對徽宗展現皇權的不同方式進行研究，見氏著，《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

政治文化》，頁 164-188。 

106 李如鈞，〈予奪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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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乘輿」實際論處不確定性高，是否有罪、處罰輕重與否，端看君上決

定，是本罪具模糊性之處。從前面討論可知，北宋各君主對大不恭罪的

態度各異（參見表 2），即「指斥乘輿」認定的寬嚴與否，以及「是否超

出律典範圍」並不一致，而神宗、高太后垂簾領政、徽宗是三段案件比

例較高時期。 

 

表 2 北宋大不恭案例表 

時代 大不 

恭罪 

（總數

／年 

數） 

盜大

祀神

御之

物 

盜乘

輿服

御物

盜御

寶 

偽造 

御寶 

合和

御藥

誤不

如本

方及

封題

誤 

造御 

膳誤 

犯食 

禁 

御幸

舟船

誤不

牢固

指斥 

乘輿 

情理 

切害 

對捍 

制使 

無人 

臣之 

禮 

非律

典九

項者

太祖 2/17        2   

太宗 4/21        4   

真宗 2/25        2   

仁宗 3/41 2       1   

英宗 0/4           

神宗 5/18   1     4   

高后 

垂簾 
6/8        4  2 

哲宗 

親政 
2/7        2   

徽宗 10/26        3  7 

欽宗 0/1           

合計 34 2 0 1 0 0 0 0 22 0 9 

資料來源：本表是依筆者蒐集案例，並參考胡俊成〈唐宋時期大不敬罪研究〉製成。 

 

宋初承亂世已久，律令制度破壞，官吏百姓不遵法制風氣盛行。太

祖除要求官吏熟悉法律、力行法治，他也不斷充實自己對法制的認識。107

太宗未繼位前任開封府尹累年，相當熟悉司法業務，當皇帝後亦對立法

活動、督促司法進步甚為重視。正當逐漸恢復法制運作，著眼撥亂反正，

                                                        

107 柳立言，〈吏理中的法理：宋代開國時的法制原則〉，收於徐世虹主編，《中國

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 21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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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制度化」草創時刻，「權宜」回歸「常制」之際。108太祖、太宗

卻在大不恭罪實際執行上輕重不一，雖不超越律法亦不格外開恩，對犯

者家屬親友更有超出律典之重罰。而接下來真、仁宗六十餘年，指斥乘

輿與其他大不恭案件相對之前明顯減少，懲罰也輕，足見君主尊重法制，

體恤臣民之心。可是自神宗起，大不恭案件又逐漸增多，並在新舊黨爭

日趨激烈下被有意擴大，特別是高太后領政時成為指控政敵重要罪名，

造成蔡確貶死嶺南等著名案件。徽宗朝，大不恭罪有了更大變化，成為

御筆政治的配套處罰規定，即違御筆的責罰改由大不恭罪論處。不僅成

為督催御筆、阻卻異議有效利器，還出現許多「以大不恭論」、「以違御

筆論」的重刑規定，大不恭罪名擴增，責罰對象也從主以官員推及士庶

百姓。故此時大不恭罪的規定內容、影響層面，實與過往有許多不同。

最後更因執行不當，造成朝政極大混亂，直至北宋亡國終止。 

何以北宋大不恭罪的範圍、司法實踐上各時期不一？結合目前北宋

政治史相關研究，可知當與皇權態度息息相關。太祖、太宗建國為鞏固

權威，「指斥乘輿」論處輕重不一，展現皇權獨斷至上姿態。109真、仁

時期天下平和，六十餘年的長期寬容亦屬自然。而神宗朝君主獨裁日增，

可知大不恭罪也成為其在司法上展現皇權的一種方式。110到了元祐高太

后領政期間，指控官員觸犯大不恭的情況大增，不少超出律文既有範圍，

而因文字被控「指斥乘輿」的重罰亦多，出現種種不同於以往情況，此

當與新舊黨爭日趨激烈有關。更深究原因，亦不僅僅是官員互爭，也應

考慮高太后藉由「大不恭」罪範圍擴大，超越原先律文規定，以及嚴懲

「指斥乘輿」案件，希望展現「予奪在上」之姿，突顯自身垂簾的至高

地位態度有關。意即看似被高太后被臣下利用，讓官員不顧律法規定，

企圖改動大不恭罪範圍以遂打擊政敵目的。但若考慮本罪無獲君上同

意，斷無可能如此，謹慎而言可說是君臣間達成某種合作共識所致，高

                                                        

108 趙晶，〈論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2（臺北，2019），頁 253-316。 

109 太祖、太宗兩朝是宋代確立君主獨裁的重要時期。見劉靜貞，《皇帝和他們的權

力──北宋前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110 神宗也屢用詔獄展現君主權威，見戴建國，〈熙豐詔獄與北宋政治〉，《上海師

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1（上海，2013），頁 1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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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當非只是被蒙蔽。而到哲宗親政，又未見大不恭罪擴張情況，顯示

寬嚴與否仍掌握在皇權之手，君主一己態度攸關本罪論處。111
 

徽宗親政後，仍藉「指斥乘輿」的嚴格執行，意圖減少反對意見。

而制度源流上，真宗朝「以違制論」提供了「以大不恭論罪」的立法淵

源。兩者相比下，刑度輕重雖相差頗大，但涵蓋範圍、涉及層面卻十分

相近。故從立法原理與實際執行，讓徽宗可藉大不恭罪展示君主定奪之

姿，加上蔡京等朝臣的配合，在此脈絡下「以大不恭論罪」逐漸增多，

且始終為徽宗掌握。但是，真宗十分謹慎討論「以違制論」的適用與論

刑，希望能罪刑相當，勿枉勿縱。而之後君主更將其變為簡便之罰方式，

成為宋代立法論刑良好示範。但徽宗卻遠非如此，只是藉大不恭罪不斷

強調君權至高，裁決在上的權威姿態，但在執行上存在極大問題，最後

迎來悲慘結局。 

綜觀北宋時期大不恭罪的變化，本罪確為君權的一種恩威手段，但

不同時期的君主態度不一。若就大不恭罪的範圍擴大而言，君臣間似存

合議默契，即元祐高太后、徽宗朝的擴張時期。故「君主意圖」、「黨爭

因素」、「制度誘因」皆是促因，若非北宋亡國停止，大不恭罪還不知將

有如何發展。未來，期許繼續探討宋代法律制度、司法實踐案例，並結

合政治文化的相關討論，希望有更多深入發現。 

                                                        

111 高太皇太后垂簾時種種掌握權力的手法，方誠峰已有討論，且指出哲宗對「文字」

十分重視，言論審查氛圍濃厚，舊黨官員所受壓迫也與日俱增，分見氏著，《北

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頁 9-101、128-141。故目前少見哲宗親政時的

大不恭罪記載，仍不可排除是史料漏失之故，或出於哲宗因有其他手段，故不著

墨於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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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host of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crime 

of “great disrespect” (大不恭) that was one of the Ten Abominations (十惡). 

During the early Song, in the Criminal Laws of the Song Classified by 

Category (宋刑統) the crime was renamed from “great irreverence” (大不

敬) to “great disrespect,” as a way to avoid the taboo on imperial names (避

諱), while the rest of the juridical system remained the same as in the Tang 

Code (唐律). When Emperors Taizu and Taizong governed the country, this 

crime of great disrespect was mostly imposed on officials who committed 

“oblique accusations” (指斥乘輿) and the punishments varied, so that  the 

imperial mind could hardly be comprehended. In the following sixty years 

under the reigns of the Zhengzong (真宗) and Renzong (仁宗) emperors, the 

severe punishment of “great disrespect” was rarely seen, showing uncommon 

imperial mercy for subordinates. Nevertheless, cases of “great disrespect” 

swiftly increased when Emperor Shenzong (神宗) ascended to the throne. 

The Emperor and his officials capitalized on the “great disrespect,” with 

“oblique accusations,” as a tool to attack political adversaries, a situation 

which became even more serious in the latter term of Emperor Zhezong (哲

宗). As Emperor Huizong (徽宗) took power, officials accredited by the 

Emperor increasingly utilized “great disrespect,” as well as the power of the 

Imperial Brush (御筆), to far exceed the scope of the ordinary Criminal Laws 

of the Song Classified by Category; this caused political incompetence with 

poor penal execution.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explores why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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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espect” was able to be both misused and abus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oth emperors and their officials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is crime 

on purpose to intimidate their opponents. Moreove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being regarded as a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以違

制論 ) created under Emperor Zhengzong allowed the crime of “great 

disrespect” to be applied in an extensive fashion, manifesting imperial 

power. However, as this was not done prudently, it led to further confusion 

and poor reputation. 

Keywords: great irreverence, great disrespect, oblique accusations,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mperial brush, Song Dynasty, imperial 

power 

  


